
收據編號  年 月 日 捐物芳名〈或團體 〉 物    品    數     量  備     註

00135 109.1.2 蘇怡如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136 109.1.2 圓福寺 臘八粥1大桶 供住民食用

00137 109.1.3 侑展器材行 西螺米30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138 109.1.3 李忠曆先生 白米3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139 109.1.3 驊韜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西螺米30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140 109.1.3 陳玉娟女士 珍珠米30公斤裝26包 供住民食用

白米30公斤裝20包、菜脯2箱、

醬油4箱、陽春麵8箱、油4箱

00142 109.1.6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鹽2袋、水果14箱、餅乾5箱、肥皂3箱 供住民食用及使用

00143 109.1.9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44 109.1.17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45 109.1.21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146 109.1.22 陽明醫院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47 109.1.22 嘉全果菜市場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48 109.1.22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禮品1份 春節摸彩

00141 109.1.6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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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9 109.1.22 嘉義市政府 禮品8份 春節摸彩

00150 109.1.22 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

00151 109.1.22 盧亞人醫院 禮品1份 春節摸彩

00152 109.1.22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券2張 春節摸彩

00153 109.1.22 陳玉隨女士 禮品6份 春節摸彩

00154 109.1.22 嘉賀保全 禮券2張 春節摸彩

00155 109.1.22 嘉南儀器行 禮品3份 春節摸彩

00156 109.1.22 元燦科技有限公司 禮券4張 春節摸彩

00157 109.1.22 嘉義市東區區公所 禮品1份 春節摸彩

00158 109.1.22 世新有線電視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59 109.1.22 嘉義市議會 禮品3份 春節摸彩

00160 109.1.22 和興五金行 禮品3份 春節摸彩

00161 109.1.22 嘉義縣議會 禮品1份 春節摸彩

00162 109.1.22 上品水工行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63 109.1.22 新玉源文具行 禮品3份 春節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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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4 109.1.22 新裕興商號 禮品6份 春節摸彩

00165 109.1.22 陳進吉先生 禮品3份 春節摸彩

00166 109.1.22 嘉義榮民服務處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67 109.1.22 楊文俊里長 禮品8份 春節摸彩

00168 109.1.22 嘉義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2份 春節摸彩

00169 109.1.23 許文良先生 蘿蔔糕15塊 供住民食用

00170 109.1.28 許文良先生 蘿蔔糕15塊 供住民食用

00171 109.2.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72 109.2.5 陳宥妤、陳俊任 香環6盒、香10斤裝1盒 佛堂拜拜用

00173 109.2.7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174 109.2.13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75 109.2.14 嘉義市政府 芝麻核桃糊40包 臻穀60包 供住民食用

00176 109.2.20 葛季華小姐 蔬菜1批、餅乾1批、醬油1批、麵1批 供住民食用

00177 109.2.20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78 109.2.20 模範日用品有限公司 牙刷2盒、牙刷24包 供住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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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9 109.2.20 葉賴彩鳳、何丙火、何許雪雲 小蕃茄4箱 供住民食用

00180 109.2.24 惠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舒體康900公克裝16罐 供住民食用

00181 109.3.2 知名度牛排館 饅頭70個 供住民食用

00182 109.3.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83 109.3.12 蘇怡如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184 109.3.12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185 109.3.19 蘇怡如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186 109.3.26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87 109.4.7 賴玉音女士 白米3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188 109.4.9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89 109.4.13 廖先生 絲瓜1箱 供住民食用

00190 109.4.16 蘇怡如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191 109.4.23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92 109.4.23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193 109.4.27 廖先生 大黃瓜1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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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4 109.4.29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95 109.5.4 林紅桃女士 包子3包 供住民食用

00196 109.5.5 葛季華女士 雞蛋10包、蔬菜1批 供住民食用

00197 109.5.7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198 109.5.7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199 109.5.12 洪崇峰先生 饅頭75個 供住民食用

00200 109.5.12 陳冠妤小姐 饅頭105個 供住民食用

00201 109.5.18 林堉睿 饅頭75個 供住民食用

00202 109.5.18 林辰芳 饅頭75個 供住民食用

00203 109.5.21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204 109.5.27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205 109.6.2 林瑞榮先生 蟲必淨1罐、除草劑1罐 環境維護用

00206 109.6.4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207 109.6.11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208 109.6.18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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